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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人民医院不拘一格“内培外引”

让人才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全锦子

积极引进国内外尖端人才

“能为海南的老百姓做点事，是我这辈子最
大的成就。”8月15日下午，在启程前往北京参
加中国医师节颁奖典礼之前，夏鹰在接受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时满怀激动，“当初，如果不是海口
市人民医院找到我，我这辈子都不会想到来海
南工作，如果不是这些年扎根海南，得到老百姓
的一些认可，也不会收获如此大的成就感”。

在夏鹰看来，海口市人民医院招徕人才
有许多“诱饵”。首先便是情感上让人感动。
2009年，被评为上海闵行区领军人物的夏鹰
曾面对多份邀请，海口市人民医院的相关领
导无数次找他掏心掏肺地谈话，且从不施予

“你尽快做决定”的压力……貌似微不足道的
小事和关心，渐渐地打动了夏鹰。

近年来，除了从国内引进高端医疗人才，
海外优秀人才也成为海口市人民医院吸纳人
才的重点方向之一。海口市人民医院核医学
科负责人姜圣男就是其中的一位。

8月14日上午，记者在海口市人民医院见
到姜圣男时，他正在认真地看一个病人的
PET/CT片子。姜圣男是吉林人，在韩国全南
大学攻读完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2012年，在
海口市人民医院的邀请下，从韩国直飞海口，
正式成为该院核医学方面的顶梁柱。

在姜圣男看来，海口市人民医院招揽人
才时，摒弃很多医院常许以高薪的传统思路，
更乐意提供事业发展平台。医院大型科研基
地建设，让医疗精英看到甩手大干的未来，让
受邀者切身感受到，医院确有高瞻远瞩的规
划和切合实际的行动路线。

近年来，海口市人民医院着眼长远发展，
将人才发展放在优先战略考虑，努力栽好“梧
桐树”，将引进人才配备到合适的位置，合理
布局，分类发展，统筹规划，将引进的人才分
为临床优势型、科研优势型、临床科研优势
型、技术管理优势型、应用优势型等类别。医
院还修订实施了《海口市人民医院人才引进
与培养管理办法》，积极引进了一大批高端优
质人才，与医院现有人才一起形成“聚天下英
才而用之”的良好局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流动已是一种
常态。为了引进与留住人才，海口市人民医
院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率先参照沿海发
达省份城市的做法，制定出引进人才待遇的
优惠办法，为人才提供安家费、岗位津贴、住
房和科研启动资金以及解决配偶工作和子女
就读等问题。

据了解，近3年来，海口市人民医院共引
进高层次人才共25人，其中副高以上职称9
人、博士3人，柔性高级专家13人。

发掘培育本院人才

除了积极引进国内外高端人才，海口市人
民医院还着力打造年轻骨干医生的“孵化器”。

从2003年开始，海口市政府与中南大

学、海口市人民医院共同签署《中南大学与海
口市人民政府及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创办中
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协议书》，海
口市人民医院正式挂牌成为“中南大学湘雅
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成为海南省第一家有
资质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医疗机构。2013年，
又成为海南省第一家有资质招收博士研究生
的医疗机构。

“14年前，海口市人民医院的领导去中
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招人，很多人都不愿意来，
而庆幸的是，我们来了！”

海口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杨国
帅，是一个40岁出头的年轻骨干医生。2004
年，他和妻子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硕士毕
业，被海口市人民医院聘请，如今他已经是海
口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和脑卒中中心的骨干
力量，而妻子也成为海口市人民医院血液透
析科的一名优秀护理工作者。

“医院非常注重年轻骨干医生的培养，
工作期间，在医院的支持下，又带薪攻读了
南方医科大学的神经学博士。”杨国帅表示，
医院为年轻医生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成长
空间，邀请世界一流专家来院指导讲座，同
时分批次选拔素质高、能力强、业务精的骨
干到省外学习，帮助更多想干事业的年轻人
练好“内功”。

对于在海口市人民医院继续攻读硕士和
博士的年轻医生，海口市人民医院出台了多
项奖励政策，从免费提供住宿，免交水电费
用，发放生活补贴以及加班津贴，优秀学生奖
学金，以及年终奖等方式，缓解学生在读期间
的生活压力，让更多医学生可以踏踏实实提
高医疗专业技能，顺利毕业。

宽松良好的环境，也让更多的年轻医生
选择留下来。从湖南长沙到海南海口，今年
30岁刚出头的湘妹子马添翼，已经是海口市
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年轻骨干医生。

2009年，马添翼报考了中南大学湘雅医
学院附属海口医院，进入该院心内科学习。
2012年，马添翼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毅然选
择留在海南。“我感觉这个大家庭很温暖，工
作环境很惬意，医院也处于上升发展期，领导
很重视年轻医生的培养，所以毫不犹豫选择
留下来。”马添翼告诉记者。

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和海口市人民医
院密切合作的15年间，像马添翼这样，选择
到海口市人民医院攻读硕士学位，之后又留
下来的的例子还有很多。

截至到2017年6月，有86名硕士生留院
工作，占毕业生总数的43%，即海口市人民医
院培养的学生，除服务社会外，有近一半的毕
业生选择了留院工作——服务医院，服务海
南医疗卫生事业。

为了加强年轻骨干力量的培养，今年海
口市人民医院还开始推行人才规范化培养计
划，实施“531”人才培养工程，具体为：每年培
养5个优秀学科带头人、培养30个优秀业务
骨干、培养100个优秀住院医师。

此外，海口市人民医院还不断完善各种

人才激励机制，先后出台了《继续医学教育组
织机构与管理规定》《关于职工研究生学历学
位教育的有关规定》《海口市人民医院人才引
进与培养管理办法》等，对于取得后继学历、
学位的人员予以资助。

柔性引进国际医疗专家

人才济济的海口市人民医院，近年来也
加紧对国际高端人才的引进，他们将目光瞄
准了国内一流和国际高端的专家人才。

去年，海口市人民医院将美国罗马琳达
大学终身教授、脑损伤研究中心主任张和以
及美国加州大学医学博士、加州大学附属海
港医学中心疼痛门诊及南加州大学疼痛治疗
中心主任莫世湟教授聘为医院特聘专家，定
期邀请他们来办讲座、学术指导等。

夏鹰介绍，张和教授每年两次到海口市
人民医院，对这里的医生进行培训，此外，还
将海口市医院的博士生带到美国的实验室
做科研，已经帮助医院培养了多名科研型专
业人才。

而莫世湟教授则经常亲临到海口市人
民医院疼痛科的临床一线，还帮助医院开展
了很多新技术和科研课题的研究。让海口
市人民医院在海南较早地开展了射频治疗
顽固性神经痛的研究，在海南最早开展放置
脊髓电刺激治疗顽固性腰腿痛和植入吗啡
泵治疗癌痛。

“医疗是高科技行业，医院要发展，关键
在人才。”海口市人民医院院长杨毅军表示，
本着“不为我有，但为我用”的引才理念，根据
省、市的有关政策，医院打破以往单一的“刚
性”引才方式，采取多种“柔性”的引才方式。
对医院急需的人才，首先考虑为他们办理录
用或者调动手续，对于一些知名医院的专家
学者，确实办理不了调动手续的，想方设法在
感情上与其沟通，让他们能关心医院的建设
与发展，采取聘任为客座教授或者签订短期
合同的方式，让他们定期地来为海口市人民
医院提供服务。

海口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会庆则表
示，在思想大解放的社会背景下，医院在鼓励
医务人员成长、成才、成名、成家的同时，创新
性地推出“柔性人才引进”工程，不断加强和
国内外一流专家直接交流接触，可以快速提
升医院业务水平，尽量与国内外先进水平保
持一致。尤其是在药物和仪器使用和人才培
养方面。近年来，医院一直把对外交流作为
一项重点工作向前推进。

破格聘用“洋专家”当科主任

海口市人民医院大胆创新聘用机制，引
进人才的脚步从未停止过。

从2013年开始，在该院全科门诊，人们
经常会看到一位高鼻梁、褐头发的“洋专家”
身影。他就是该院引进的美国优秀全科医生
Timothy Noel Stephens，中 文 名 沈 义
扬。 与大多数国内医院引进外国专家机制
不同的是，沈义扬从2016年开始，成为该院
全科医学的主任，成为我省第一位“洋主任”。

8月15日下午，在海口市人民医院全科
国际门诊，记者见到了这位“洋主任”给中国
人看病的一幕——

“休息后还疼吗”“有没有咳嗽”“有没有
心慌的感觉”……在仔细查看各种检查单
后，沈义扬用流利的中文向就诊者一连问了
近十个问题。结合检查结果和问诊，沈义扬
对患者的胸痛给出了诊疗方案，同时还耐心
回答了他长期便秘的困惑。直到患者没有
问题再问了，整个诊疗过程才结束，前后花
了约30分钟。

据了解，沈义扬在美国接受过高标准的
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曾是美国塔夫茨大学
家庭医学院住院医师培训项目首席住院医
生。2013年1月，拥有医学博士学位的沈义
扬放弃美国高薪，来到海口市人民医院全科
医学科工作，从事门诊诊疗、临床带教住院医
生，并负责医院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安
排设计。

2014年，沈义扬参与世界银行技术援助

项目“海南省全科医生培养制度探讨”，并担
任项目书籍主要撰写人之一；从2015年起，
主要负责“悉尼-海南全科医生支持联络平
台”的沟通联系。2016年7月，因工作能力突
出，沈义扬被破格提拔为海口市人民医院全
科医学科主任，并于同年担任《中华全科医师
杂志》编委会成员。

“我们希望沈义扬不光将先进的全科医
疗服务技术带到海南，更希望把美国先进的
全科医疗服务理念带到海南。”杨毅军说，在
全国大力发展全科医学的大背景下，破格聘
用国外专家担任全科“掌门人”，显示了医院
对全科医学发展的决心。

近年来，海口市人民医院与国际尖端人
才的距离越来越近。该院对具有发展潜力的
学科带头人还实施出国培训。2008年海口
市人民医院与法国蒙道尔医院（HenriMon-
dor医院）和法国巴黎大学医学院三方签订合
作协议，由这两家医院共同负责接待承担我
院派出人员进行医学专业的实践实习。

千方百计用好人才

近年来，随着民营医院的崛起，在高待
遇、高薪酬的吸引下，不乏许多身体健康的高
年资医疗人员退休后被民营医院挖走。为了
留住宝贵的医疗资源，海口市人民医院及时
出台退休人员返聘管理办法，尽可能留住退
休专家，充分发挥他们的传帮带作用。

已经退休的原海口市人民医院肝胆胰外
科主任彭勃，退休后的生活跟退休前几乎没
有两样。还是老规矩，每天早上提前半个小
时到科室，晚上推迟半个小时离开。

8月14日中午1点多钟，彭勃刚刚下手
术台，又紧接着给患者家属回复电话，叮嘱患
者的术后护理事项。

据了解，彭勃除了是全省有名的胃肠外
科专家外，还担任着中华医学会外科专业委
员会腹腔镜内镜外科学组全国委员、中国医
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微创外科医师委员会全
国委员等10多项医疗行业学会职务。靠着
自己多年来在行业内积累的声誉和资源，可
以为医院引入更多的高端医疗技术和培养更
多的优秀医疗人才。

学科建设是医院发展的龙头，人才则是
学科建设的核心要素。近年来，人民医院在
推动形成了以学科带头人为主力、以核心专
家为骨干、以中青年医生为储备的人才队伍
格局后，更加注重创新人才使用机制，为人才
搭建服务病患和科研创新的舞台。

医院不拘一格地给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
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在医疗资源配置、职称晋
升、科研项目申报等方面，向人才倾斜，充分形
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在引进
一批临床优势型人才后，医院在自身医疗资源
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千方百计为他们配置单独
的学科（亚科）和相应的学术梯队、用房、助手
等，起到了用事业留人的良好效果。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

8月1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内场面热烈而庄重，“中国医师节”庆祝大会暨第十一届“中国医师奖”颁奖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海口市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神经外
科主任夏鹰作为我省唯一一位本届“中国医师奖”的获得者，登上领奖台。

夏鹰，是2009年海口市人民医院从上海引进的高端医疗人才。对于一个医院来说，一位医疗人才的力量有多大？可以用一串数字来展示：9年来，夏鹰为海南培养了7名医学硕士，5名医学博
士，看诊近5万例，手术近5千台……而更重要的是，他的到来，填补了我省针对脑血管病采用神经介入治疗技术的空白，经他手治愈的脑梗患者无数。

医疗是高科技行业，医院要发展，人才是关键；高端人才的加盟可以迅速撑起一个科室，打开一块领域。在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大背景下，各大医院的人才抢夺战
更显激烈。而海口市人民医院如何能让人才进得来，留得住，不想走？

打造年轻骨干医生“孵化器”、柔性引进国际国内高端人才、破格聘用“洋专家”、返聘优秀退休老专家……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海口市人民医院上演了一幕幕生动的医院人才建设“公开课”。

2018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研究生毕业合影。本版图片均由海口市人民医院提供

时
任
中
南
大
学
医
院
管
理
处
处
长
博
士
生

导
师
孙
维
佳
教
授
进
行
教
学
示
范
。


